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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th-goal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mpirical research is using paired questionnaire method based 
on the employees of service industry of China. There are 296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2) Individu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3) Social-oriente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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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目标路径理论，分析研究转换型领导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并引入成就动机这一调节变量来解释其影响。通过对从事服务行业的主管及其员工进行配对

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96 组。研究表明：（1）转换型领导和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

显著正相关。（2）个我取向成就动机正向调节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当部属的个人取向成就动机越高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

就越强。（3）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正向调节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当部

属的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越高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就越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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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日益紧张的商业环境下，服务业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顾客们对所花的价格和所

得到的服务质量，也变得愈加清晰。为领导者揭示领导行为，为下属保持服务绩效，是服务

行业成功的关键。 
转换型领导作为一种新型的领导理论，通过让员工认识到他们对组织的职责和所担负工

作的重要性，激发自我实现需求，将有利于提升部属对于工作的激情与成就感[1]。而在企业

中，领导力对员工行为有很重要的影响。展示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对于保持员工绩效十

分重要，而且是传递公司形象的有效方式[2]。 
在相同的领导型态所引发的领导效能，为何会因不同人而有不同的效果，经阅读相关研

究之文献后，发现是个人特质使然，而成就动机就是属于个人特质的一种。对于服务业中常

须与顾客接触的服务人员而言，其成就动机常会影响到工作上的表现，因此，本文基于目标

路径理论，并引入成就动机为调节变量，来研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转换型领导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 

转换型领导行为导致追随者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根植于自我概念理论[3]。自我概念理

论认为，转换型领导通过两个基本过程影响员工：社会和个人认同[3]。领导由阐述一个具有

重要意义的目标且表现出让人容易的理解方式，以激发追随者去完成卓越的成果[4]，并且超

越自身利益以及不自限能力，追求团队的目标以达到更大的效能[5]。 
基于以上转换型领导的特性，在领导者阐述一个有意义值得去追寻的目标时，会让部属

知道公司的未来方向，可以一起成长，对于未来是有发展性的，因此，部属会认为值得追随

因而产生忠诚的态度，而且在领导者激发部属完成更加卓越的成果时，会让部属觉得他在工

作上的表现可以更加优秀，这种内在的驱力使部属在服务顾客时，愿意表现的更加努力更尽

忠职守，且由于转换型领导激发部属完成的目标要能超越自身利益，追求团队目标以达到更

大的效能，而会对组织产生服务导向的组织公民行为，将他本身在服务顾客或面对外在环境

时，所遇到的问题或经验分享传达给同事以及组织，以期能够共同成长，达到更大的效能。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转换型领导正向影响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 

2.2 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的调节作用 

根据 House(1971) [6]提出的目标途径理论，领导行为与领导效能的关系会受到部属个人特

性的调节影响，而成就动机就是个人特性的一种。在转换型领导中，领导者会描述一张未来

的蓝图，并且帮助这样的目标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促使部属跟随。因为部属本身的地位、观

点、立场与领导者有所不同，所以，在想法或是目标上难免会与领导者有冲突，当部属比较

倾向个我取向成就动机时，会将这张蓝图中安排好自己所要完成的方式，以及每一个阶段所

预期的标准，在这条自己订定好的路径上，倾向个我取向成就动机的人，还会一直不断的想

要超越自己内在所订定的标准，也就是精益求精，这样的成就需求驱使部属更加尽心尽力在

目标上，这样的心理因素会加强转换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因此，提出假设： 
H2：个我取向成就动机正向调节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当部属个

人取向成就动机越高，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就越强。当部属

的个人取向成就动机越弱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就越弱。 

2.3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的调节作用 

在转换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部属比较倾向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时，会去追求领

导者所阐述的愿景目标，由于倾向社会取向的成就动机的人会一直希望得到协助，转换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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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仍会不断的给予协助支持，而且在部属对于管理者所订定的目标无法达成，要求领导

者继续给予时间与机会时，转换型的领导者会给予激励鼓舞，并且刺激该部属思考并才智激

发，同时又会给予支持及认同，对于部属而言会感受到领导者愿意给予机会，心中的成就需

求达到满足，因而加强了转换型领导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正向调节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当部属的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越高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就越强。

当部属的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越弱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

就越弱。 

3．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针对服务业中第一线与顾客接触的服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主管与员工

的配对方式，共发放 350 组问卷。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给予每一个受测者匿名信封，

填写完后统一由主管收回。同时为达到配对问卷的效果，每个信封的右下角都会编上记号，

并告知主管或店长依据该记号的服务人员评估其行为。共收回有效配对问卷 296 组。 
（1）领导转换型领导为自变量，采取 Rafferty 和 Griffin 于 2004 年所发展的转换型领导

量表[7]，包含愿景传达、激励鼓舞、才智激发、支持领导以及个人赏识五个构面作为主要的

衡量构面，共计 15 道题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因变量，采取 Bettencourt et al.于 2001
年所发展的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量表[8]，包含忠诚、参与以及服务传递三个构面作为主要

的衡量构面，共计 16 道题项。成就动机作为调节变量，采取杨国枢及郑伯壎于 1987 年对余

安邦与杨国枢于 1986 年所编制之「个我取向成就动机量表」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量表」作

修正的简易版问卷，包含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和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两大构面作为主要的衡量构

面，20 道题目的量表[9] [10]。经过学者基于不同环境背景下对这四份量表的反复检验与测量，

其效度值均达到良好效果。且对于四份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进行测量。 
（2）控制变量：本文针对一些可能对员工的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有影响的因素进行控

制，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龄、与当前主

管共事时间。 

3.2 变量信度分析 

根据 Nunnally 和 Bernstein 在 1994 年的标准进行量表信度的测量，即 α 信度系数的值

一般介于 0 到 1 之间，当 α 值低于 0.6，则表示信度不够好；当 α 值介于 0.6 和 0.7 之间，则

表示量表的信度可以采用；当 α 值介于 0.7 和 0.8 之间，则表示量表的信度良好；当 α 值介

于 0.8 到 1，则表示量表的信度非常好[11]。 

表 1 信度分析 

研究变量 Cronbach's alpha N 
转换型领导 0.94 15 

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 0.89 16 
个我取向成就动机 0.88 10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 0.81 10 

4．实证分析 

本文对转换型领导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进行分析，还会分析个我取向成就动

机以及社会取向成就动机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法，用来探讨相关变量

之间相互关系和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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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首先，对四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如表 2 所示。转换型领导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129，p=0.027），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换型领导与个我取向成就

动机（r=0.035，p=0.544）、社会取向成就动机（r=0.022，p=0.705）；个我取向成就动机与

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189，p=0.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社会

取向成就动机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104，p=0.074）；个我取向

成就动机与社会取向成就动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r=0.313，p<0.001），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2 相关性分析 

 变量 M SE 1 2 3 4 5 6 7

1 性别 1.65 .477 -        

2 年龄 1.79 1.089 -.039 -      

3 受教育程度 2.26 .683 .137* -.061 -     

4 转换型领导 3.451 .567 .031 -.061 -.125* -    

5 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 3.162 .377 -.080 .108 .025 .129* -   

6 个我取向成就动机 3.671 .615 -.009 .058 -.128* .035 .189** -  

7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 3.579 .571 .005 -.038 -.041 .022 .104 .313** - 

注: N =296; **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对角线括号中是各变项量表利用所有有效样本 

计算出来的信度(Cronbach’s α); 双尾检验。 

4.2 假设检验结果 

为验证假设，将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为因变量，进行模型 1 的

回归分析。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主要对是转换型领导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可知，

转换型领导对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43，p=0.014），且对于服

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解释力达到显著水平（R2=0.049，F=2.484，p=0.023）。因此，假设一

得到验证。 
为了检验调节作用，将转换型领导、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个我取向和社会取向成就

动机分别做中心化处理。由表 3 中模型 3 所示，转换型领导（β=0.139，p=0.015）和个我取向

成就动机（β=0.189，p =0.001）都显著地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正向影响。在此基础

上，模型 4 主要对个我取向成就动机和转换型领导的交互项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加入了

交互项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达到显著，且交互项本身对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

的影响（β=0.127，p=0.024），表明假设二成立。 
由模型 5 可知，控制变量对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后，转换型领导（β=0.141，

p=0.015）和社会取向成就动机（β=0.114，p=0.047）都显著地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有着

正向影响。模型 6 的整体解释力达到显著，且交互项本身对于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

著的影响（β=0.139，p=0.015）。假设三成立。 
为更清楚揭示模型 5 和 6 交互作用实质，进一步绘制交互作用图（如图一、二所示）。

斜率检验结果证明，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成就动机均正向调节转换型领导与服务导向组织公

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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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注：N=296；*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图 1 个我取向成就动机调节作用效果图 

 

图 2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调节作用效果图 

5．总结 

本文基于路径目标理论，综合国内外研究文献，来探讨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在主管转换型

领导方式下，所产生的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据此得出以下结论：转换

型领导正向影响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且成就动机在此两者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个我和社

会取向成就动机均正向调节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当部属的个我和社

会成就动机越高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就越强。当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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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控制变量       
性别 -.076 -.082 -.083 -.093 -.083 -.096 
年龄 .117* .127* .118* .120* .131* .131* 
受教育程度 .044 .063 .085 .088 .069 .079 
工龄 .001 -.004 -.008 -.004 .002 .004 
与当前主管共事时间 -.099 -.095 -.098 -.092** -.101 -.102** 
主效果       
转换型领导  .143* .139* .145* .141* .144* 
个我取向成就动机   .189** .185**   
转换型领导×个我成就动机    .127*   
社会取向成就动机  .029   .114* .128* 
转换型领导×社会成就动机  .020    .139* 
R2 .029 2.484* .084 .100 .062 .081
Adjusted R2 .012 6.098* .062 .075 .039 .055
△R2 .029  .055 .016 .033 .019 
F 值 1.730 -.082 3.779** 3.995*** 2.720** 3.164** 
△F 值 1.730 .127* 8.671*** 5.126* 5.074** 5.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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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和社会取向成就动机越弱时，转换型领导对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影响也

就越弱。 
在本研究中，296 组数据均来源于各服务行业的员工及其主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共同

方法变异(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MV)对结果的影响，即克服同源方差问题。但因员工

的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是由顾客所感受的，主管在评定上会有所偏颇。在后续研究中，避

免共同方法变异的他评人选同时，可针对该公司顾客作为评定服务人员是否有服务导向组织

公民行为展现的对象。 
    至今为止，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企业和管理者如何从实务

管理层面激励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仍然比较少见。中国文化背景下，应该如何让员工更好地

展现服务导向组织公民行为，优质服务顾客，提高企业绩效，都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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